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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好日子
天天像过年

关爱!空巢老人" 诚邀您的参与
!老吾老以及人之老"# 尊老$爱老$

助老% 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

德#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%以及人口

老龄化的不断加快% 我国出现了一个特

殊的群体&&&!空巢老人"#

当越来越多的儿女为了生活四处奔

波%顾不上到父母面前嘘寒问暖%当越来

越多的父母独守空巢% 静静守候远方的

儿女如候鸟般归来时%有谁知道!空巢老

人"的所思所想'有谁牵挂!空巢老人"的

生活冷暖'春节即将来临%!空巢老人"有

什么需要'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'关爱

今天的老年人%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#关

爱老年人是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义不容

辞的责任(为呼吁广大市民从我做起$从

身边事做起%尽自己最大的努力%共同营

造全社会都来尊重和关爱!空巢老人"的

和谐社会氛围% 近期% 本报将开设关爱

!空巢老人"栏目%联合爱心企业$爱心人

士共同为!空巢老人"送米$面$油等过节

用品# 如果您希望用自己点滴的关爱温

暖身边的人% 愿意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用

爱心化作一股暖流%温暖!空巢老人"%欢

迎加入我们% 尽自己所能% 奉献一份爱

心#

如果您愿意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给予

!空巢老人" 心灵的慰藉或物质上的帮

助 % 请拨打本报民生热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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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我们联系# 让我们携起手来%

共同为!空巢老人"送上一份温暖%让他

们感觉到!这个冬天不太冷"))

"记者 窦娜#

公交车站点设置不合理时常造成交通堵塞

市民张先生"电话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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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!中州大道与建设大道交叉口向南约
-#

米路西

有一个公交车站点!由于此站点距离红绿灯太近!时常造成这里交通堵塞" 每天上下

班高峰期!只要公交车过红绿灯靠站停车!直接影响后面的车辆正常通行!有时被堵

的车辆长达十几米远!严重影响该路段的交通秩序" 根据相关规定!交叉路口#十字

路口及距离上述地点
!#

米以内的路段!不得设置公交车站点!为啥市公交公司还在

此处设置公交车站点$ 希望相关部门及时解决"

市公交公司运营处负责人!针对张先生反映的问题%市公交公司也有所了解%目

前公司正着手寻找合适的公交车站点%计划将此处公交车站点南移%届时%此处交通

堵塞现象将得到有效改善#

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谢瑶 整理

带头禁烟#

彰显的是对制度的敬畏
吴振东 仇逸

中办# 国办近日印发

%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

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

知&!对领导干部在禁烟方

面做出严格要求" 领导干

部当好禁烟行动的 '领头

羊(!不仅有助于社会文明

风尚的形成! 更能促进社

会遵规守纪意识的提升"

据了解! 我国十年前

就已成为世界卫生组织

%烟草控制框架公约&签约

国!

/011

年! 原卫生部修

订发布 %公共场所卫生管

理条例实施细则&!对公共

场所禁止吸烟作出明确规

定! 更有一些地方性控烟

法规相继出台"但现实是!

禁烟工作在各地遭遇 '走

过场#无实效#难坚持(的

困境! 这与一些领导干部

带头违规不无关系" 云雾

缭绕的大小会议# 花样翻

新的特供香烟!上行下效#

投其所好! 造成控烟氛围

难以形成!'烟草腐败(却

屡禁不止"

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实

际问题! 运用法治思维和

法治方式十分重要" 而部

分领导干部漠视 '禁止吸

烟( 等社会管理中的种种

规定!不单是作风问题!更

是特权思想超越规则意识

的表现" 不受规则约束的

权力! 就像不守规矩的公

车!被群众看在眼里!厌在

心里" 领导干部如果带头

'破窗(!不仅会使禁令'烟

消云散(!更有损政府公信

力和法律权威"

领导干部带头禁烟 !

戒除的是生活陋习! 体现

的则是社会管理者对规章

制度的敬畏与遵守" 要让

这一好制度发挥效果 !在

'自律(之外!还要进一步

把制度做细做精! 形成全

方位管控网络! 并建立切

实可行# 清晰可见的惩戒

体系! 还要保障公众和舆

论监督渠道的畅通有效"

交通运输%公安等部门

联合组织春运!情满旅途"活动
新华社北京

#

月
$

日电 *记者 林

红梅+ 为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%

交通运输部$公安部$国家安监总局$全

国总工会近日联合发出通知% 部署在

/012

年春运期间%联合组织开展!情满

旅途"活动#

交通运输部$公安部$国家安监总

局$全国总工会成立了全国春运!情满

旅途"活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%领导小

组组长由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担任%

副组长由交通运输部$公安部$国家安

监总局$全国总工会主管领导担任#

据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
1

日

在此间介绍% 这次活动的主要部署如

下,

一是强化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

主体地位%督促运输企业严格落实车辆

动态监管措施%确定专人通过卫星定位

系统监控平台%实时监督纠正营运车辆

违法行为# 严把客运车辆出站关%切实

消除超速超载$疲劳驾驶$无证驾驶$准

驾车型不符等安全隐患%保障群众安全

出行#

二是增加售票窗口 % 延长售票时

间%加强时刻$票源和预售时限等信息

公开# 积极推行网络售票$电话订票$异

地售票$手机售票等方式%维护售票系

统正常运行%提升旅客购票便利性#

三是改善客运站候车*船+服务%组

织与铁路枢纽相衔接的全国二级以上

汽车客运站
/2

小时开放候车室% 提供

免费开水% 确保旅客在客运站不受冻$

不挨饿#

四是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品质%建立

健全高速公路救援服务体系和调度系

统%对交通事故$故障车辆快速实施救

援%保障高速公路畅通# 完善高速公路

服务区设施设备配置%改善就餐$住宿$

如厕$车辆维修$路况信息发布等服务

条件%提供免费开水#

五是深入开展长途客运接驳运输

试点% 加强城市公共交通与道路客运$

民航$铁路$港口的换乘衔接%提升旅客

换乘方便性和快捷性#

六是关爱农民工返乡返岗出行%积

极开通农民工铁路运输专列和道路客

运包车%组织交通运输企业前往农民工

集中的企业$工矿区开展点对点$门到

门的贴心服务#

七是推进综合运输各方式间的信

息共享和互联互通工作%努力实现在铁

路$公路$水路$民航运输枢纽场站实时

发布综合运输运营动态信息#

八是对铁路$公路 $民航等方式的

运力安排$运输组织方案和应急保障措

施进行统筹安排和系统部署%全面提升

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和服务能力# 储备应

急物资$ 大型清障和除雪铲冰设备%恶

劣天气时 %按照边降雪 $边撒盐 $边铲

雪$边除冰的要求及时铲雪除冰# 公安

部门要通过间断放行$ 分车型放行$警

车带道$分流绕行等措施%引导车辆有

序通行%严防交通拥堵#

昨日!商水县巴村镇医务人员在巴南村一农户家中为老人进行健康检查" 该镇组织医务人员

巡回各村为老人#妇女开展免费健康检查服务"

*乔连军 摄+

健康检查进农家

!"#$年#!月下旬以来
全国鸡蛋价格涨速明显放缓

新华社北京
$

月
!

日电*记者 王晓

玲+ 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

行情系统监测%与前一日相比%

/012

年
1

月
/

日%鸡蛋价格上涨-水果价格以涨为

主-食用油$水产品价格以降为主-牛羊

肉价格稳中有降-蔬菜价格略有波动-成

品粮$猪肉$奶类价格基本稳定#

普通鲜鸡蛋价格上涨
0,/3

%白条鸡

价格下降
0,14

-带骨鲜羊肉 $去骨鲜羊

肉价格分别下降
0,/4

$

0,14

% 牛腱肉$牛

腩肉价格均持平-芦柑$鸭梨$香蕉$雪花

梨$ 富士苹果价格分别上涨
1,04

$

0,54

$

0,64

$

0,64

$

0,/4

%橙子价格下降
0,64

-带

鱼 $ 鲤鱼 $ 草鱼 $ 鲫鱼价格分别下降

0,74

$

0,24

$

0,14

$

0,14

% 罗非鱼价上涨

0,14

#

监测数据显示 % 全国鸡蛋价格自

/016

年
1/

月中旬开始出现上涨 %

1/

月

下旬以来涨速明显放缓# 与
/016

年
1/

月
10

日相比%

/012

年
1

月
/

日% 全国普

通鲜鸡蛋价格上涨
1,24

# 分地区来看%

超过七成省区市的鸡蛋价格上涨% 其中

天津$山东$河南$重庆的鸡蛋价格涨幅

居前%在
7,04

&

5,74

之间#


